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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軍國際使命宣言
救世軍是一個國際性組織，

是基督教普世教會之一。

本軍的信仰是基於聖經，

本軍的服務是源於神的愛，

本軍的使命是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

並奉祂的名在不分彼此的原則下去滿足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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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貧」及「房屋」為現屆特區政府的兩項重點工作，於「扶貧」工作上，

特區政府於 2013 年重組「扶貧委員會」、2014 年訂立「貧窮線」、

於近年設立津助項目如：「關愛基金」、「長者生活津貼」及「低收入在職

家庭津貼」等等；而於「房屋」工作上，房屋及運輸局於 2014 年 12 月推出

「長遠房屋策略」，當中勾劃未來十年房屋的供應目標及建屋量，可見特區

政府對兩項重點民生工作的重視。惟近年輪候公屋人數愈趨上升（最新數字

為二十八萬），居住於劏房、板間房等不適切住房的數字持續攀升，低收入

人士面對住屋面題、經濟問題愈見嚴峻（2016 年非公屋、非公援人士申領關

愛基金津貼逾 6萬 5千宗）。

隨著生活指數上漲，房租愈見飆升，對住於舊區劏房、板間房的低收入家庭

及人士更首當其衝，當中有很多居於上述住屋人士期盼的是可「上樓」改善

生活，惟因應輪候時間愈見延長，對生活改善的盼望則愈見渺茫。	如何改善

舊區環境，改善居民生活處境，實為一刻不容緩的工作。救世軍市區重建社

區服務隊（簡稱社工隊）於 2002 年成立至今，服務過 36 個市區重建項目，

涉及受重建影響的居民達數千戶之多。社工隊主力為居民解決因重建搬遷而

帶來的困難，減輕他們面對生活轉變時所帶來的憂慮和擔心，更為有特別需

要的社群如獨居長者、新來港家庭重建其社區支援網絡、減輕他們因重建而

帶來的徬徨及壓力，增強居民的自助及互助精神。

本文集透過總結多年社工隊服務經驗，期盼藉分享工作手法之餘，「拋磚引

玉」引發業界討論以探索市區重建社工隊未來發展空間，敬請各方給予指正。

本人謹向曾為文集獻出寶貴力量的各方友好致以衷心謝意，多謝梁祖彬主席

撰寫序言、姚松炎教授賜文，希望讀者朋友能透過本文集，對社工隊及市區

重建有更深入的了解。

香
港市區老化的問題一直都備受關注。儘管政府、專責機構如市區重建局

和香港房屋協會、業主立案法團及相關專業機構已不斷努力改善情況，

本港舊樓的整體情況依然不理想，對公眾安全構成威脅。故此，發展局於二

零一一年二月公佈經兩年廣泛公眾諮詢後擬訂的新《市區重建策略》，提出

以人為先，從地區出發及與民共議的工作方針。市區更新信託基金的成立，

也是《市區重建策略》的一項重要建議，而基金的其中一項主要工作就是委

任及資助社區服務隊為受市建局執行的重建項目影響的居民提供援助和意見。

市區重建項目的確對區內人士構成一定的影響，為社區帶來即時變化。至於

重建項目內的居民所受的影響只會是更深、更直接。面對突如其來的重建消

息及有限的資訊，甚或面臨被迫遷移，這些都為居民帶來困擾或焦慮。

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一直為受市建局重建項目影響人士提供支援服務，協

助他們處理及解決因市區重建項目而衍生的不同情況或問題。本服務文集，

從不同層面以深入淺出手法，特別是個案、小組及社區實錄，讓讀者能從中

了解市區重建的歷程，明白受影響居民的經歷，並分享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

的工作經驗，誠然十分值得每一位關心市區重建這個重要課題的朋友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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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重建」
迷思

社工隊與市建局係咪同一伙？

社工隊係咪市建局聘請？

唔係，社工隊無論財政定行政都同

市建局無關。完 !!!!!!!

街坊
感言

問

答

「重建」
迷思

有史以來最大的重建項目是？

市區重建局有史以來面積最大嘅重建項

目是「觀塘市中心項目」，地盤面積達

到 570,000 平方呎，相等於 7.4 個足球

場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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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間不少人士對「重建」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居民認為可藉重建改善居

住環境、亦有街坊反對重建，認為影響居民生活。市區重建由何時開始？

重建對社區及社會發展有何關連？以下簡列部份市區重建事件讓大家參考。

六十年代，因應香港市區樓宇大多建於三、四十年代，市區有部分樓宇出現

老化，故在上環一個舊區進行首個「市區重建試驗計劃」，此試驗計劃是以

公帑收地，再交由香港房屋協會發展。直至一九七四年，香港房屋協會獲政

府提供貸款，正式推出第一個「市區改善計劃」，以自負盈虧的性質向舊區

住戶提出收購，至今已完成了三十多個項目。

到八十年代，在《香港地方 - 建設及建築物》中提到一間獨立的公營機構土

地發展公司的成立，專責市區重建，循商業原則運作，自負盈虧，以改善舊

區居民的居住環境。此公司在收購土地時可要求政府引用《土地收回條例》

收回土地進行重建。但因其徵收土地的時間較長，而在九七年金融風暴後，

發展商亦減低了投資意欲，令到部分重建計劃受到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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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市區重建局的成立，取代了土地發展公司，在面對市區老化的速

度比更新快的情況下，單靠重建已不能應付老化及住屋的問題，故市建局

採取一套較整全的方案，包括重建殘破樓宇、復修保養欠佳的樓宇、活化

舊區的經濟及環境面貌和保育在其項目範圍內具有歷史、文化和建築價值

的建築物四方面的策略，希望能全面解決市區老化的問題。

由此可見，重建在六十年代較著重於香港的整體發展，而到現時較偏向於重

新規劃，改善居住環境及令土地增值而帶動周邊的社區發展。市區有部分建

築物是有潛在危險性，透過復修也未能解決得到，故需要透過清拆及重建減

低社區上的危險，亦讓居住在舊式樓宇內的居民可轉換到較佳的環境居住。

再者，可讓舊區更新改善道路及樓宇，從而讓該區重新發展。然而，重建不

單單是清拆舊區內的建築物，再重新建設，當中更牽涉到舊有社區的特色及

文化保存問題，以至於舊社區內所建立的鄰里情及人脈網絡。	█

參考資料

香港地方：《建設及建築物－市區重建計

劃。香港地方	|	建設及建築物	|	市區重建計

劃》（檢自 http://www.hk-place.com/view.

php?id=224，2015 年）

香港房屋協會：〈市區改善計劃〉《香港房

屋協會	-	業務範疇》（檢自 http://www.hkhs.

com/chi/business/urban.asp，2014 年）

市區重建局：（2011）。〈市區更新二十

年〉，《邁向市區更新 3.0 刊物》（檢自

http://www.ura.org.hk/media/436552/pub_

past20years.pdf	，2011 年），頁 16-37。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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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重建」
迷思

我已搬離重建項目，還可不可再聯

絡社工隊呢？

社工隊有提供搬遷後的跟進服務，同

時我們也歡迎居民參與義工服務。

街坊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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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因應自己的需求而工作；在全面

都市化的社會裡，生活型態將圍繞著

消閒和享樂。」〈馬國明，2009〉

重建

香港由一個漁港發展至今，經歷了工

業化的轉變，再由八、九十年代工廠

北移，發展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樞

紐，直到現在朝著都市化的發展邁

進。香港於後九七年代重點發展旅遊

業，順理成章以都市化的過程，以城

市規劃的方式打造吸引遊客的都市。

其中一個重點方式是將香港各個地區

規劃為地標式建築物，每一個角落散

發出都市的魅力。

香
港人普遍於居住方面受傳統中國人的思想所影響，認為「要有個瓦遮

頭」，所以無論生活如何艱難，工作掙錢如何辛苦，也比不上要有一

個安居之所重要。

都市化的香港

城市的發展是人為製造的。現時香港城市空間的設計及運用，主要是由政府

擔當規劃者的角色，制定各種政策及方向，重新組織城市的空間，為要把「被

誤用的每個城市空間，變回有用的空間」，建立切合規劃者心中認為可供人

們使用的城市。學者馬國明所引用全面都市化的概念點出香港城市發展的狀

況。馬國明言：「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	提出的全面都市化社會概念，

正好幫助人們捕捉像香港這樣在經歷非工業化之後大興土木，不惜工本把自

己的面容粉飾一新的社會型態……就如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人類的

生活型態，都市革命帶來的改變亦將會同樣徹底……以生產和工作為主的生

活型態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崇尚新奇、名稱響亮、美輪美奐、瑰麗

堂皇、優哉悠哉的生活型態。社會學家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s）在

討論列斐伏爾提出的全面都市化社會概念時亦指出，農業社會的生活型態圍

繞著生產自己的基本需求；工業社會則圍繞著抽象的工作，因為生產者不再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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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

相信每一位年輕的香港人也曾到過旺

角的朗豪坊，現時朗豪坊基本上已經

是年輕人逛街及消費的地方，亦是年

輕人於旺角的聚腳點。朗豪坊除了是

一座大型的購物商場外，同時亦由酒

店及辦公室大樓所組成。大家每當經

過或進入朗豪坊時必然會見到不少人

在商場門口或內裡等人，即使大家最

終的目的地不是朗豪坊，但總會約在

朗豪坊相見，這就是旺角的地標。當

問問大家朗豪坊的前身是怎樣的面

貌，朗豪坊這地標式建築物是如何構

思出來，相信這會考起不少人。其實

朗豪坊前身只是三數條介乎砵蘭街和

上海街的橫街陃巷。由於街道狹小，

而且位處紅燈區，區內品流複雜，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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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與大馬路的彌敦道只是一街之隔，但如非區內居住或工作的人不會到訪。透過重建，將此地段的面貌由平日只是區

內人出入的地方搖身一變成為吸引四方八面遊人的聚腳點。

然而，城市規劃者很多時於規劃上忽略了城市空間使用者的實際考量，例如於重建項目上，該土地經過重新規劃後，

所落成的地標式建築物及商廈住宅，帶動租金上升，令該區物價上漲，變得中產化和豪宅化，形成士紳化問題。這往

往令原址居民，特別是舊區內最多的基層家庭，未能重回他們熟悉的社區居住。他們只能被遷往更偏遠的地方。因此，

現時這種由上而下的重建規劃模式未必能改善原區居民的生活，而是以配合城市經濟發展為主。即使原區居民希望就

自己居住的社區規劃提出意見，但現時的重建模式並未能提供足夠渠道讓居民提出意見。

參考資料

市區重建局：〈物業收購政策	-	非住宅單位（工業樓宇除外）〉《市區重建局	-	物業收購政策》（檢

自 http://www.ura.org.hk/tc/schemes-and-policies/redevelopment/ura-implemented-projects/

acquisition/nondomestic-properties.aspx	，2015 年）

胡恩威：《消滅香港》（香港：進念‧二十面體，2006 年）

馬國明：《全面都市化的社會》（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9 年）

陳露明：〈文化研究@嶺南，「空間」〉《文化研究@嶺南》，	2008年第 10期（2008年）（檢

自 http://www.ln.edu.hk/mcsln/10th_issue/pdf/KeyConcepts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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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對於一直在城市空間努力貢獻的居民而言，他們大多屬於弱勢社群，平

日早出晚歸，為兩餐奔跑，只能處理自己的基本生理需要。重建會引發

巨大的人生轉變，例如：工作轉換，小孩轉校，生活模式的改變等，都

令到居民不得不重新審視及解構自己過往的人生經驗，然後嘗試正視或

規劃他們往後的生活。重建的收購安排，無疑是讓當中的業主及租客有

重新選擇的機會，可見重建對居民來說是一個人生的轉捩點，可能成為

他們在社會上向上流的機會。而重建多為市區舊區，社區老化，環境愈

趨惡劣，樓宇安全成疑，重建可讓他們有一個安全安穩的居所。

根據現行政策，重建有助業主在原區自置一個新居所，改善居住環境。

而符合有關條件的租客則可獲公屋安置及搬遷津貼，可以讓他們有長遠

及穩定的居所，減輕他們的經濟壓力及改善居住環境之餘，在與家人關

係，身心健康狀況，生活質素都有明顯的提升。然而，部分居民，特別

是舊區長者，他們面對重建收購時，不太清楚重建的時序，也不太清楚

市區重建的收購政策，面對各樣不明朗因素，他們可能會有擔心及焦慮

等強烈的緊張情緒，如果在短期內無法處理，可能會陷入前所未有的困

境及危機。因此社工隊的角色是在重建的過程中向居民提供重建諮詢，

情緒輔導及連結相關資源，讓居民得以順利過渡重建。

舊區居民多植根於社區內，他們的人際網絡、社區資源、就業機會等的

互動都連繫在區內，令該區能有其獨特性及人情味，居民對社區有極大

貢獻，難以與社區分割，居民在面對

重建搬遷時，他們無可避免地要思考

本身個體與社區社會的關係，例如：

重建對他們的影響等，這都會令居民

的公民意識提高，對社區的進步及發

展有很大的功能及意義，重建的討論

讓居民更機動地為社區發表具體意

見，社會參與度增加。	█



1918

問

答

「重建」
迷思

受重建影响是否變相「打尖」上樓？

受重建影響的居民同樣需要符合一般入

住公屋資格，以及於凍結登記前已居住

於項目內才能獲安置上樓。此外他們也

將會失去家園，因此怎會是「打尖」呢！

街坊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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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宏觀（Macro）。微觀（Micro）是指個人直接接觸和互動的環境，如家

庭、學校等，於個人應對行為模式有重要影響。中觀（Meso）即是影響個

人生活的社區環境，個人可以接觸的主要團體如：社福團體、工會等，作為

微觀層次（Micro）與宏觀層次（Macro）之間的網絡連結及支援緩衝。宏觀

（Macro）則指個人成長的大社會環境中有關制度、社會、文化、政治等協

力共持的形態，並會影響或限制微觀（Micro）及中觀（Meso）的建構和運作。

（Magnusson,	1983）

本章中我們將會一起了解社工隊分別個案管理程序、個案工作、小組工作及

社區工作介入手法的內容及相關實例，以了解社工隊如何從微觀、中觀及宏

觀的層面，與案主一同面對及解決因重建搬遷而帶來的困難。

介入 ‧ 個案管理

社工隊以個案管理作為工作手法之一，協助居民處理重建過程中衍生的問題，

以及搬遷後的適應。個案管理可被視為「合作協商的過程，評估、計劃、推行、

協調、檢視可行的選擇及服務，藉此滿足案主全人需要。」社會工作員會被

委派擔當個案經理（Case	Manager）一職，他必須對市區重建的政策有充分

掌握，能運用其專業知識及經驗協助居民。因應重建過程於不同階段，居民

需要及面對處境均有所不同，個案經理必須具有高敏感度，因應不同情況，

及早介入。整體而言，個案經理必須：

協調及執行個案計劃，尋找資源及推動跨界別專業協作，檢視服務質與量；

基於案主的福利，協調不同專業及相關組織，滿足案主需要；

運用各項資源及介入手法，鼓勵用者於不同階段的參與；

個案管理主要包括：	

1）	案主識別及建立關係（Client	identification	and	engagement）

2）	評估及資料收集（Assessment	&	Data	Collection）

3）	服務計劃及執行（Service	plan	&	Implementation）

4）	專業協作（Professional	Cooperation）

5）	檢視進度及再評估狀況（Reassessment	of	the	client’s	status）

6）	個案終結（Termination	of	the	cases）

市
區重建社區服務隊（簡稱社工隊）貫徹本機構的服務精神	─	「哪裡有

需要，哪裡就有救世軍」，積極促進身處舊區人士的身、心、靈、社的

全人發展，並建立及推動關愛社會。社工隊一直致力改善舊區基層人士的生

活質素，促進舊區居民在市區更新下的參與，建立舊區內跨階層、跨種族的

社區共融，並提高社會人士對舊區關注及支援。	

社工隊相信「人是有潛能、擁有強處的獨立個體，是社會的一份子，有參與

社會的權利」，不但以靈活機動性的手法，透過跨專業、跨界別的伙伴協作，

迅速回應社區的需要，為舊區居民提供適切服務，同時鼓勵居民一同參與倡

議工作，建立公義和合理的社會，以長遠改善舊區居民的生活。

社工隊強調「人在環境中」的概念，重視個人和環境的互動。工作員把居民

與其周邊環境以至整個社會文化分為三個層面︰微觀（Micro）、中觀（Me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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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介入 ‧ 個案

市區重建局宣佈該項目有機會被清拆

重建時，項目內居民面對突如其來的

重建消息、接觸不全面的重建資訊，

多感到徬徨無助及焦慮，故工作員即

時於受影響的重建範圍張貼海報、或

以街頭諮詢站等方式，讓居民掌握重

建進度及需要注意之事項。

其後，工作員以「逐家逐戶」的形式，

探訪於項目內居住或營商的所有人

士。工作員與居民間互相認識、建立

關係，並介紹社工隊的服務及解答有

關重建的疑問，減輕受影響人士的焦

慮。家訪期間，若發現有情緒困擾或

特別需要的居民，工作員便會以個案

模式跟進處理。

工作員相信「人是有潛能、擁有強

處」，故選擇以「人本治療法」

（Person-centered	Therapy） 開 展

個案工作。「人本治療法」的始創

人美國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氏（Carl	

Rogers）相信案主基本上有很多天

賦潛能去掌管自己的生命，只不過因

後天環境的影響，而未能善用已經存

在的能力，故「人本治療法」目的不

在於解決案主的問題，而是協助案主

成長，讓他的內在能力及潛質得以發

展，使他能夠有效地處理目前面對之

困難。（林孟平 ,	2012）

以下簡略列出於個案管理各階段之主要任務及工作員守則：

1.	 案主識別及建立關係 	聆聽案主問題，情感支援及同理心溝通，協助案主認知問題現況及個
人真正需要；

	檢視案主能力、個人資源、經驗對解決問題的幫助；
	初步評估案主狀況；	

2.	 評估及資料收集 	向案主及 / 或其家人索取資料，以作評估及服務申請用途；
	確保所獲取資料必須保密處理，以及向案主闡述其資料用途；
	於處理敏感個人資料時，確保案主感覺安全，提供安全環境及情感支

援；
	清晰記錄及妥善保存個人資料，遇有修訂，必須明確註明日期及來源；
	根據收集個人資料（私穩）	條例，案主必須清楚了解其權益，及妥

善存放其簽署之個人資料同意書；
	案主有權索閱其所遞交之資料；
	假若案主意願有違其個人利益，甚或對生命有威脅，個案經理必須向

案主解釋及建議決定之利弊，並採取措施保障案主之人身安全；
	協調案主與其家人的不一致，分析各項選擇及結果，以作出一致贊同

的決定；

3.	 服務計劃及執行 	經全面評估後，訂立服務計劃及諮詢案主意見；
	提供之服務包括：資訊介紹、輔導、服務轉介及專業協作；
	如服務計劃有任何轉變，必須先知會案主；
	持續評估個案，檢視個案進度及發展，留意服務成效及任何生活轉變；

4.	 專業協作 	一般而言，任何專業合作必須於案主同意下進行，除非事件涉及生命
安全及觸犯法律；

	任何資料透露必須獲得案主授權下進行；
	清楚說明專業協作的目的、範圍及作用；
	持續與相關團體保持溝通；如有需要，可召開個案會議以分享進度及

交流資訊；
	確保合適及準確的資料保存；

5.	 檢視進度及再評估狀況 	個案經理每年最少就個案的進度及初步目標進行再評估；
	爭取 / 倡議案主及其家人可獲取的服務；
	案主需要必須獲得確認，服務安排妥善，服務空隙亦需填補；

6.	 個案終結 	個案經理須於案主搬遷後的六個月內，持續跟進其適應及社區服務安
排；

	當服務計劃及目標達成，服務需要會再次評估及檢視目標的達成程
度，如再無其他服務需要，可在案主認同下完結個案；

	如有其他服務需要，可經案主認同下，轉介至其他服務單位以確保服
務的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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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員與案主會談時，除了解案主於

重建過程中面對的困難外，更會對其

生理及心理等方面作評估。工作員

提供一個真摰（Genuineness）、無

條件的關懷（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和同理心（Empathy）的環

境，以親切及接納的態度與案主溝

通，彼此建立關係，讓他可在一個不

被威脅及毫無壓力的環境下，直接地

披露自己的意見及情緒，客觀真確地

了解及評估自己的經歷及周圍事物。

同時，工作員儘量嘗試去設身處地了

解案主的心情及觀點，並透過適當的

溝通方法，敏銳地反映案主的感受，

協助他宣洩及整理對事件的情緒，讓

他能在被重視及關懷下，重整自己的

經歷，接觸內心的感受，擴闊他對自

己的了解，不再需要否定或扭曲經歷

和情緒，讓案主成為一個忠於自己感

受的人，繼而充分發揮自身的內在能

力及潛質，採取行動面對及處理當前

面對的困難。（Rogers,	1959）

	

另一方面，工作員評估周邊環境對案

主的影響及支援，例如：他的家庭狀

況及與家人互動情況、社區鄰舍間的

支援網絡及資源等，並於案主的同意

下，聯絡社區內相關團體，掌握他在

社會福利服務的接觸及使用程度，及

於社會事務上的參與，從而利用案主

自身的能力，配合社會資源，以解決

重建問題。（Pincus,	1973）

然而，由市區重建局宣佈該項目有機

會被重建，直至居民真正搬離單位，

往往歷時數年，而居民很大機會面對

各種突如其來的狀況（如：逼遷、租

務糾紛、火災、樓宇緊急維修等）。

居民一般會嘗試以過去處理問題方式

克服及掌控突如其來的狀況，惟若過

往慣用方法已不管用，他會進一步運

用未曾試過的緊急應對方法，若最後

仍找不到解決對策，而問題一直持

續，緊張、不安、懊惱的情緒便會一

直增加，陷入無力狀況。（劉焜輝 ,	

1995）	

學者凱普蘭（Caplan,	1964）	指出危

機是當人無力處理內在壓力或外在事

件時，而事件變成危險狀況時，將引

發危機。危機雖是暫時性，但持續時

間則因人而異。若居民面對危機，卻

缺乏快速且有效的解決辦法去處理，

將嚴重影響其達成生活上的目標。由

於危機提供個人成長及發展機會，因

此，當居民在重建過程中，遇上突如

其來的困難，而又無法以過去處理問

題方式去解決，引發危機時，工作員

會藉著「危機介入處理手法」（Crisis	

Intervention），在短時間內向居民給

予急需的協助，加上資訊提供、教育

訓練等方法，使他能克服當前危急情

況，長遠而言，期望他可增進處理日

常問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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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並調整計劃。同時，由於過去失敗經驗會使案主對行動計劃抱有疑慮，

因此工作員需與案主分享他人克服障礙及解決危機的經驗，以增加案主的行

動力。

與此同時，案主面對危機之反應不但與個人成長發展及生活適應能力有極密

切關係，個人和社會資源是否足夠，亦成為解決危機之關鍵，故工作員亦需

善用案主的個人及環境資源來處理危機，如其他社福機構、法律諮詢等，以

渡過危機初期的負面情緒，及獲取於處理危機時所需的各種資源。

不論「人本治療法」或是「危機介入處理手法」的個案介入工作手法，工作

員皆旨在以「重建」為契機。這不僅為案主提供生活上的實質協助和心理支

援，且重視案主的長處，並從微觀層面了解案主直接接觸和互動的環境，如

家庭、學校等，以協助案主運用及改善本身的資源，解決重建所帶來的困難。

更重要的是協助案主成長，讓他的內在能力及潛質得以發展。長遠而言，使

他能夠有效地處理生活中面對的其他問題，如情緒管理、家庭關係、就業困

難等。

案主搬離重建項目後，工作員將開展半年的跟進期，期間會以家訪或電話聯

絡的方式，了解案主的適應情況，關懷案主。當個案結束時，工作員會與案

主一同回顧其個人轉變、個人與社區資源的連絡狀況，以及討論案主搬遷後

的計劃及有機會面對之困難，總結及善用案主於重建過程中解決問題的經驗，

有效地計劃應對方案，促使案主能透過重建過程中的體驗轉化成正面轉變。

若案主於未來有需要，工作員也會提供協助，甚至轉介案主到相關機構，以

給予更適切的支援。	█

工作員運用「危機介入處理手法」（Crisis	Intervention）時，可分為以下六

個工作階段：（James	&	Gilliand,	2001）

（1）工作員需與儘快與案主建立信任關係
當案主遇上危機，到中心向工作員尋求協助時，工作員透過接納、關心等態

度，與案主建立關係，並表達願意與案主一同處理危機的意願及能力。

（2）工作員確保案主的安全
工作員需要不斷評估案主可能潛在受到的傷害或自我傷害，並運用案主周邊

的社區資源，以提供保護性措施。

（3）工作員協助案主確定主要問題
危機介入是有迫切性的，故要直接聚焦在危機問題上，而暫不處理與危機無

直接關係之問題。工作員先透過簡潔具體（Concreteness）的輔導，了解引

發危機的因由、影響案主對事件的反應、看法、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等，繼

而協助案主清楚明白需立即解決之具體問題，共同達成解決問題的先後次序，

思考解決對策。

（4）工作員處理案主的情緒及提供支持
由於案主可負荷緊張壓力的能力及程度有限，故不能長期持續處於危機中，

故工作員透過澄清及輔導過程，鼓勵案主表達於危機狀況下出現的正常心理

反應，如：恐懼、焦慮、哀傷等情緒，並傾吐其面對之困難和抒發負面情緒，

有助穩定案主的情緒，且能鼓勵案主正視自己的核心問題，積極尋求解決方

法。

（5）工作員與案主討論及評估各種可能的應對方法（Coping Skill）
工作員就著不同的應對方法，與案主充分討論（如：可能潛在的阻礙、各應

對方法的利弊……），一方面減少案主的無力感，另一方面能讓案主於有足

夠資訊及討論的情況下，自行作出最合適的選擇。	

（6）工作員與案主一同擬定行動計劃
工作員根據案主的需要及意願，與他一同列出明確的目標及具體實際的行動

計劃。工作員在處理危機的過程中需富有彈性，隨時讓案主表達對計劃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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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實錄 1
個案基本資料：
姓名：阿好（化名）

性別：女

年齡：36歲

職業：家庭主婦

教育程度：小學

家庭狀況：已婚，與丈夫陳先生（化名）育有一子，雙方對兒子十分溺愛。

居住狀況：市區重建的劏房單位，環境殘破，天花滲漏水。

個案背景：
阿好一家三口租住在市區重建項目的單位已有三年多，在重建補償中，阿好

一家符合安置資格。阿好一家是低收入綜援家庭，丈夫陳先生任職散工，收

入不穩，她為照顧兒子及家庭而沒有工作。在日常生活中，面對租金經濟壓

力、突如其來的重建事宜，令家庭之間產生摩擦。由於阿好遇到市區重建之

難題而求助，故社工隊與她們一家接觸及介入服務。

社工隊相信阿好自身擁有資源去解決問題，亦鼓勵她再全面思考其他解決問

題的方法。工作員以「人在環境中」的概念，以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

去分析阿好一家與環境的關係。

接
下
來
我
們
將
會
以
兩
個
個
案
實
例
去
了
解
社
工
隊
於
個
案
工
作
中
如
何
協
助
案
主
處
理
他
們
面
對
重
建
時
的
需
要
。

個
案
實
錄

工作
散工，開工不足。 朋友

案主參加中心的活動：
例如愛心飯堂，認識到
朋友網絡，閒時傾訴。

40 36

8
市區重建

市區重建程序繁複，
過程需時。

鄰舍關係
良好關係，有互動會
互相幫助。

社工隊
以個案跟進阿好情
況，她一家參與小組
及活動。

學校
成績中等，被欺凌。
老師經常見家長。

社區資源
不熟悉區內資源，社區網
絡薄弱。

社會福利
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計劃受助家庭。

租屋
空間小、衛生及治安差。
與業主關係不良，單位被
加租及迫遷。

雙向關係

正向關係

有壓力聯繫

弱聯繫

衝突關係個案工作層面

此圖為阿好與周邊環境的關係圖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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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觀方面（Micro	perspective），阿好

夫婦對兒子的管教屬於過份溺愛，使兒子

倚賴父母，在學校面對被同學欺凌的情況，

而且兒子的人際關係及與人相處技巧需要

改善。阿好與陳先生的關係一直很好，直

至兒子長大，在兒子管教上有不同意見，

加上面對重建的壓力亦增加了大家的磨

擦。

在中觀方面（Meso	perspective），阿好

一家與業主關係惡劣。她最先主動求助社

工隊是因為遇到業主迫遷，令她們一家徬

徨無助，一方面擔心住屋問題，另一方面

擔心搬離單位後會影響重建補償的資格。

社工隊介入，首先從微觀、中觀方面了解

她們的情況，並與阿好及其丈夫建立互信

關係。得悉陳先生與業主於較早前，因為

單位電器維修問題而產生口角，導致關係

惡化，因此當單位租約期滿便不獲業主續

租。而社工隊與阿好夫婦一同會面並作出

介入，在過程中，陳先生情緒十分激動，

認為迫遷是因市區重建而起，業主亦是基

於重建賠償的利益才會與他割裂。陳先生

覺得沒有任何途徑及方法解決這個問題，

甚至他認為不獲續租就不交租亦不作搬遷、

留守單位，便能迫使業主繼續出租，更甚

的是，假若業主強行收樓，他只有用暴力

行為才能解決。阿好對丈夫的行為十分擔

憂，更擔心令事情變得更嚴重。

個人介入層面

社工隊在與案主阿好及陳先生建立關係的過程，工作員會引用「人本治療法」

（Person-Centered	Therapy）開展個案工作，工作員以真摯（Congruence），

無條件尊重（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同理心（Empathy）的態度

耐心聆聽案主及丈夫，讓她們能安心地表達其意見及感受。即使陳先生認為

只有暴力才能解決問題，工作員都沒有作出駁斥，亦沒有對其想法下定論，

並以尊重的態度聆聽他們。在建立關係的初期，陳先生對社工隊都是半信半

疑，時常會有試探性的話語（Testing	statement），例如：你可以協助我處

理何事？你幫我還是幫業主，還是幫市區重建局？面對陳先生的質疑，工作

員都會以真摯誠懇的態度一一解答，讓他們明白工作員的角色，使案主知道

社工隊會陪著她們一同面對難題。此外，工作員會以重述（paraphrasing）	

或	總結（summarizing）的溝通技巧，使案主感受工作員確切理解他們的感

受，以達致同理心，有助彼此建立互信的關係。在個案跟進的過程中，亦有

助阿好和陳先生表達己見及情緒。

阿好一家面對突如其來的迫遷，工作員會以「危機介入處理手法」（Crisis	

Intervention）的六個步驟 [Gilliland,2001] 去處理阿好的個案。

建立信任關係：工作員以「人本治療法」與阿好一家建立關係。

確保安全：當陳先生多次表示會以暴力行為解決問題時，工作員嘗試鼓勵阿

好	—	陳先生的重要人物（Significant	others）去表達擔心之感受，讓陳先生

理性地思考其暴力行為對身邊人帶來的影響，令陳先生作出危險行為的衝動

降低。

確定主要問題：工作員仔細聆聽及掌握陳先生聚焦的危機（迫遷）問題，協

助他們了解整個局面的形勢、迫遷的因由、迫遷對他們在重建補償中的影響。

處理案主情緒及提供支援：由於阿好與陳先生面對突如其來的迫遷危機，產

生擔憂及憤怒的負面情緒，工作員鼓勵他們表達心中的負面想法，一方面讓

工作員與阿好一家更明白大家的情緒，另一方面能緩和激動的情緒，此可使

情緒平伏及恢復理智思考。同時幫助他們確認其支持網絡，例如鄰舍、家人、

市區重建局……讓他們明白不是孤軍作戰。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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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各種可能的選擇及評估各種應對方法：與阿好和陳先生商量及分析不同

決定的利與弊，使他們能預計不同選擇的處理。例如：面對迫遷他可以選擇

向業主提出要求、可以尋求專業的服務作租賃查詢，可以搬離單位及申請市

區重建局就迫遷租客而提供的津貼	─	住宅租客體恤援助計劃等等之選擇。工

作員亦會就著不同的方法講述相關的步驟，使陳先生更清楚理解各種解決方

法的向導。

擬定策略：與陳先生一同制訂處理迫遷危機的介入策略，在工作員與他們

的溝通下同意特定的選擇、進行的優次及時限，工作員亦強調自身安全為

首要的大前題。共同商議下得出的策略，先是陳先生嘗試與業主接觸商討

續租問題，次是聯絡市區重建局申請相關津貼，希望在申請待審批期間能

與業主洽妥。陳先生、阿好與工作員商量下得出及掌握解決的方向，使他

們能化危轉機。

最後社工隊發揮了溝通橋樑的角色，促成阿好與市區重建局的接觸，阿好

確切申請並獲批津貼以備被迫搬遷之用，同時陳先生與業主洽妥續租事宜，

雙方同意下增加了租金，雖然加重了他們一家的經濟負擔，但在他們取捨

之中，希望繼續居住在重建單位以保留身份等待獲重建的安置補償。以上

的六個步驟完成後，即阿好一家的危機過後，工作員和陳先生討論成功解

決問題的經驗，學習有效的危機介入策略，讓陳先生明白解決問題可以有

很多方法及選擇。

第四章

重建‧介入點

小組介入層面：

在中觀方面（Meso	perspective），阿好除了與業主的互動，亦有與社工隊

互動接觸。當阿好對重建有疑問時，社工隊除以個案工作跟進，同時亦鼓勵

阿好參加居民小組。透過居民組，阿好認識到一班同樣面對重建的街坊，讓

阿好建立了人際網絡，他們可以用自身的經驗去分享解決疑難的方法，例如：

重建需要的文件準備、上樓入伙手續等。而阿好亦積極參與小組，透過分享

自己面對迫遷的處理方法，從而使阿好在個人層面上充權，增強自信。此外，

阿好都參與社工隊舉辦的活動，認識到一班婦女朋友，可以互有傾訴，社交

網絡擴闊了。當阿好面對迫遷事宜，居住在私樓的婦女朋友確實能夠就與業

主洽談續租的經驗給予意見。當阿好有負面情緒，例如市區重建局收集文件

以安排安置補償，對阿好造成一定壓力的時候，婦女網絡可以互相作情感支

援。加上，她一家與鄰舍的關係良好，而且共同面對市區重建事宜，能夠互

相交流重建的消息。

從宏觀層面（Macro	perspective）而言，阿好一家雖然為綜援家庭，但她們

居住的單位租金昂貴，綜援金額的租金津貼未足夠支付，使她們仍然面對經

濟壓力，這亦牽涉社會政策的層面。此外，阿好對租屋感到壓力，昂貴租金

不斷上升，這個受著社會經濟及房屋政策的影響。社工隊都會鼓勵阿好參加

有關社會政策的公聽會、諮詢會，以表達己見。

工作員與阿好一同從微、中、宏觀三個層面去解構阿好與環境的關係及互動

後，便逐一商討如何從不同的群組系統結連，社工隊因應案主的需要從中協

助定出方向。例如，市區重建局要求收集的銀行文件、社署文件、兒子的學

校證明……工作員盡量協助連繫不同的機關部門，發揮了中介者的角色，希

望能補領文件遞交，讓她們透過重建獲安置。同時，工作員發揮了使能者的

角色，協助阿好到民政署作宣誓文件，亦積極協調市區重建局與案主的溝通。

希望減輕阿好的壓力，亦希望陳先生明白到他們自身擁有的資源可以好好利

用，問題得以解決的同時，家庭磨擦都減少了。

最後，阿好一家三口順利獲配公屋，生活環境、家庭關係都得到顯著的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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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實錄 2
案主基本資料：
姓名：殷女士

性別：女

年齡：40+

職業：家庭主婦

教育程度：小學程度

家庭狀況：離婚，有一名就讀小學的女兒

居住狀況：市區重建的分租套房內，地方狹窄，環境惡劣

案主背景：
殷女士，為持雙程證的單親媽媽，與在港出生的女兒居港生活，租住一個唐

樓的套房單位，每天過著貧窮但快樂的生活。市區重建，對於她們來說是遙

不可及的事情，甚至乎沒有想像是甚麼一回事。

由於殷女士的居所受重建的影響，工作員透過洗樓家訪，與案主接觸，並且

了解她們母女二人的居住情況及需要。經過工作員的初步評估，由於她們母

女倆依靠女兒一人的綜援金生活，在港也沒有親友可以提供支援，工作員了

解到不論在重建上、經濟上，日常生活上也需要對她們提供支援。因此以個

案形式跟進案主的情況。

人本治療法 Person-centered Therapy

在與案主接觸的初期，工作員透過家訪與案主一家接觸，以「人本治療法」

（Person-certered	Therapy）開展個案工作。

工作員除解釋重建的情況外，也關心案主日常生活的情況及需要，例如她

女兒的學習情況、在學的需要，每當案主需要回鄉辦理證件時，女兒在港

的照顧等等，閑話家常，了解她在香港生活的感受，體會她的生活需要及

困境，讓案主感受到工作員對案主的真心（Genuineness）、無條件的關懷

（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切身處地明白她的情況，讓案主在一個

無拘束的環境下分享感受。這不限於在重建的問題上，也關心她們日常生活

的需要。

親友
親友多在國內，缺乏親
友支援網絡。

12

社區資源
社區網絡薄弱。

工作
持雙程證來港不能工
作，靠女兒一人的綜援
金生活。

市區重建
對於搬遷居住問題
感到擔心。

社會福利
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計劃受助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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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參與：

案主完成搬遷後，工作員鼓勵案主繼續投

入義工服務。工作員相信，雖然以個案管

理協助案主處理了面對的危機，但案主處

身於社會中，也著重案主與環境的互動

性，期望案主可以融入社會。透過參與義

工的過程，讓案主感受到自身的能力，增

強自信心，服務區內其他有需要的人士，

加強其關心社會、接觸社會的機會。

另外，工作員也鼓勵案主多參與本隊舉辦

的活動，讓其有機會了解及接觸周邊的社

區，擴闊其生活視野。並從活動中增加街

坊間互相認識的機會，增強彼此的聯繫，

長遠而言，讓社區內的互助網絡得以建

立。	█

總結

工作員因為重建，才有機會與案主接觸及認識，但是工作員並不單單關

注案主一家面對重建的情況，且由與案主接觸開始，全面地了解她們的

生活情況及需要，發揮同行者的角色，在提供實質及情緒支援的同時，

也發掘案主的內在潛能，並對案主加以鼓勵，積極融入社區。

	

當工作員與案主建立關係，彼此也互

相信任之時，工作員除了為案主提供

服務外，也嘗試更深入的了解案主的

個性及特點。工作員了解到，案主是

一個健談的人，她樂於分享，喜歡與

她人接觸及溝通。但因案主是持雙程

證留港，並不能夠在港工作，故她的

生活也只是每天接送女兒上下課，及

打理家務為主。有見及此，工作員邀

請案主參加義工工作，協助經濟有困

難的長者，為他們準備午膳，案主對

於參加義工工作表現投入及積極，義

工工作為案主本來平凡的生活增添　

意義。	此外，亦透過義工工作加強

案主與社會的聯繫，明白到自身的能

力，明白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雖然

經濟、環境因素的限制，但也可以積

極參與社會，投入社會，服務社群。

危機介入處理手法
（Crisis intervention）

工作員除了協助案主發掘她的潛能，

令她可以發揮自己，也需要陪同案主

共同處理重建的問題，這問題對於案

主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議題，由於案主

持雙程證，而女兒又未滿 18 歲，她

們並未符合公屋安置的要求，特惠金

補償是她們唯一的選擇。但是，對於

案主來說，給予女兒一個永久安居之

所，是一個基本的生活需要。好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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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學習，是她一直期盼的。再者，

案主也考慮到，若在市場上再尋找套

房單位，平均 100 呎的套房租金也

需要接近 $4000。租金昂貴，以女兒

每月只有接近 $4000 的綜援金額。

長遠來說根本難以負擔。這事讓案主

感到極大的困擾，也由於入住公屋無

望，又經過多番努力，也找不到合適

的單位，故市區重建局就搬遷事宜向

案主發出律師信，這更加讓案主感到

六神無主。每當有突發情況時，案主

常感到徬徨無助。

面對此危機，工作員願意陪同案主一

起面對及處理此問題，並表達對此問

題的關心，也共同分析她面對的情況

及形勢。

當與案主建立了信任關係時，工作員

即時評估案主的處境及情緒狀況。因

案主是一個單親媽媽，隻身來港照顧

女兒，而且經濟能力有限，在香港也

缺乏親友的支援，工作員擔心案主的

情緒狀態受到困擾。幸好，工作員與

案主已經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關

係。案主會主動與工作員傾訴，說出

面對的困難及情緒的困擾。雖然，工

作員當刻未必能即時解決她所面對的

困難，但是也能有效穩定其情緒。

此外，遇上危機，大多數人也會有思

考混亂及感到徬徨的情況，案主也不

例外，工作員協助確定問題的主因。

此刻，最困擾案主的是搬遷及居住的

問題，再共同研究有甚麼可行的方

法，再協助她尋找外界的資源，希望

可以協助她處理當前的困境。工作員

一方面協助案主就補償協議作案主與

市區重建局的溝通橋樑，向市區重建

局反映案主的需要及意願，為她分析

當前的處境，同時也要為案主提供情

緒的支援及支持。

另一方面，工作員根據案主的情況

及需要，於過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如資訊提供者、促進者等角色，與

案主共同定下計劃，就重建補償事

宜與市建局溝通，並鼓勵及陪同案

主積極地在同區尋找合適的單位，

為搬遷作準備。

經過案主的努力，在區內找到合適二

人居住的唐樓單位，而且鄰近本隊的

辦公室，讓案主可以得到中心的支

援，感覺安心，母女二人也暫得一個

安居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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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工隊於小組發展內必須小心

處理小組的發展方向及小組內的運作

模式。鑑於居民主要以解決市區重建

帶來的疑難為由，才會參與小組，故

部分居民於了解其所關注之事項後，

便失去參與小組的動力，令小組未能

發揮協助居民參與社區的功能。因

此，社工隊於小組初期也會與居民

探討社區息息相關的議題與政策，

以確立小組的運作模式，並強調居

民的互助及凝聚力（Corey	&	Corey,	

2002）一同處理居民所面對的事項。

社工隊旨在通過「小組工作」的介入

手法，不僅協助居民建立互助網絡，

強化個體與個體間的連結，減少居民

獨自面對困難及壓力的機會，同時通

過探討相關政策以進行意識提升的工

Ⅱ）介入 ‧ 小組

社工隊致力協助受市區重建影響的居民重建社區支援網絡、改善舊市區基層

組群的生活質素、加強居民在市區更新下的參與及促進社區共融。社工隊除

了以個案管理協助居民處理面對市區重建時所產生的問題外，也會以小組工

作與居民共同發展及參與社區事務，讓居民能更有效發揮於社區各個層面上

所擔當的角色。

小組工作（或組織工作）為社工隊一個常用的工作手法，有別於個案工作，

小組工作能提供較高的效率去接觸居民，加快傳遞重要的訊息，同時有效地

於不同層面協助居民面對市區重建中的困難及發展居民的能力。

社工隊留意到重建區內的居民因著各樣結構層面的影響，使他們未能於社區

中發揮應有的能力，並面對著各種不同的原因而未能參與社區事務：有的因

工作時間過長而無暇關心社區、有的因不認識及不知道有甚麼方法去參與社

區事務，更多的是因現時切身問題困擾，沒有空間處理其他非即時影響或長

遠的事情。居民往往因各種生活上的困難、欠缺社區資源及資訊的情況下而

陷入相對匱乏（Townsend,	1993）	的狀態，卻又因各種原因而開始減少各項

非必要參與，引致上述的情況不斷循環，使居民進一步陷入社會排斥（Room,	

1995）的狀態。因此，社工隊希望通過小組工作的介入，促使居民通過充權

（Mullaly,	2007）後能重新有效的發揮其社區上的角色。

雖然居民因上述的各種原因而缺乏參與社區事務的空間及動力，一般情況下較

難動員居民出席及參與小組活動，惟於市區重建會密切關係到居民的基本生活

需要	─	住所，故社工隊的小組活動初期主要利用與市區重建相關的議題為重

點，以增加居民參與動力。

小組初期，社工隊主要與居民一同處理因市區重建帶來的各種問題，並協助

居民了解相關政策（如：相關的程序、業主與租戶的補償等）。社工隊相信

於動員居民參與社區事務前，必需先協助居民處理個人切身的困擾，解決其

於微觀系統及中間系統（Bronfenbrenner,	1979）所面對的困難，這樣才能

減少居民參與社區時的阻礙，加強居民的動力，繼而達致個人層面的充權

（Empowerment）工作。（Mullaly,	2007）

作，讓居民了解社會問題的成因及社

會結構對他們的影響，以強化參與社

區的動力及建立社區領袖。

於小組進行一段時間後，鑑於居民已

建立其互助網絡，且了解社會問題的

成因及社會結構對他們的影響，社工

隊會嘗試與居民探討他們關注的社區

事件，並與居民一起尋求解決的方

法，例如：居民曾表示擔憂現時居所

的樓宇結構安全問題，對市區重建項

目公佈後的維修責任及程序抱有疑

問，故居民於小組內商討後，決定去

信及約見相關的政府部門。此外，居

民不僅於小組中分享租務等問題，更

一同探討《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

的改變對現時租務事宜之影響，其後

小組就有關政策向相關部門反映意

見，推動政策更改，並於區內動員其

他重建區居民關注事件。

透過小組工作，社工隊不但希望減少

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阻礙，並與居民

一同處理重建過程中的困難，從而讓

居民間彼此建立關係，發展社區互助

網絡，使他們能有效地運用社區資源

處理問題及於社區中發揮自我能力。

因此，社工隊以小組作介入手法，除

了以處理居民的重建問題為事工目標

外，也著重發展居民參與社區的過程

目標，期望居民能有效地發揮於社區

持份者的角色，並於個人、群體及社

會結構層面得到全方位的充權，讓他

們能參與及建立理想的社區發展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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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府對私人租務市場上的介入等結構性問題而產生的。居民小組，除了探

討政策外，更可幫助相近經歷及面對相關困難的居民強化及建立關係，從而

加強居民於社區上的支援及對社區的歸屬感，使他們開始參與社區的事務。

居民小組完成有關重建資訊的探討後，居民表示租務事項及補償安置事項為

他們最關心並希望進一步了解的事項。因此其後居民小組的工作開始以上述

兩個議題為主要內容。當然，社區上的議題每每是與社會上的輿論及不同時

機（如政府政策實行，立法會會議議程）有關，因此居民在小組中探討租務

問題後，為了解更多社區上不同團體的立場及意見，便以代表的形式參與不

同相關的論壇，研討會等。

鼓勵居民參與更多外間團體的分享及認識更多有關的意見對居民有效參與社

區是十分重要的環節。如前一章提到，社區上的居民往往因為社會上各種壓

迫造成的無力感而使他們未能有效參與社區，而當中的無力感會使居民陷入

只能思考當前的情況，而無法想像他們理想或應然社會的狀況。因此在小組

中，當居民面對政策所產生的困難時，往往會表達出「沒有方法」、「不到

我們去理會」等表達出無力情緒的回應，使小組未能就相關議題作進一步討

論及參與改善有關政策。鼓勵居民參與更多外間的分享及了解其他團體的意

見的工作，可以協助居民打破現時環境的限制，進一步想像如何改變社區，

以及理想和應然的社區應是如何等狀況，這樣才能給予居民有充足資訊去決

定及考慮如何參與社區，並尋找改變的方法。

小組工作實錄

正如上文提到，社工隊會於重建項目中以小組工作手法提供服務。接下來，

我們將會一起了解社工隊於一個市區重建項目內的居民小組的情況。

當重建項目開展後，社工隊以街站，個案工作等向居民提供基本的重建資

訊，並建立關係，其後社工隊舉行單節居民大會，向居民講解有關重建項目

的基本事項，並初步向居民了解長期舉行居民小組的意向。其後社工隊便會

正式開展居民小組工作，於小組第一節內社工隊會先主導小組的內容設計，

當中包含期望澄清（社工隊的身份，居民小組的目標等），同時社工隊會

與居民商討對重建項目最擔憂的事項，並與居民討論其後數節小組的內容。

社工隊認為居民小組的初期階段十分重要，因此當中包含一些正式及非正式

小組規範的建立。因此小組的第一節中，社工隊會與居民一同商討未來小

組的內容方向，讓參與的居民了解他們也是小組的一分子和決策者。而本

次探討的小組在居民商討後決定於未來數節小組中按「市區重建項目流程，

租務及逼遷事項，租戶補償安置政策，業主補償政策」這題目次序作居民

小組討論的內容。

於居民小組中，除了協助居

民了解他們擔憂的市區重建

政策外，同時以居民間的互

動減少居民個人面對重建時

困難的壓力，並從中了解現

時問題的結構成因。如小組

中的居民擔憂到未來會遇到

被業主加租及逼遷的情況，

社工隊在與居民一起探討有

關租務及逼遷情況下的處理

方法及相關政策後，居民便

可更進一步認識到租務上的

問題，除了是業主與租戶間

的問題外，更是因為政策、

法例、房屋規劃、社區規劃

第四章

重建‧介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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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絡（Caring	Community）（ 梁 祖

彬 ,	2002），消除社會對重建的各

種印象，並認識及了解因重建而需

要重新適應新環境的居民。社工隊

主要透過雙向的社區教育工作（陳

麗雲 ,	 黃錦賓 ,	2005），對大眾再

社會化（Socialization）（彭懷恩 ,	

1996），消除及釐清社會對重建區及

區內居民的刻版印象，並對重建區居

民加以認識及關注。社工隊與社區各

方合作，透過舉辦探訪及義工活動，

讓外界有更多機會與重建區居民接

觸。透過第一身的交流，外界能更直

接、更清晰地了解重建區居民的生活

狀況及困難，而這些活動亦造就了彼

此互相合作、關心及認識的機會，從

而得以消除外界對重建區的負面印象

及誤解，建立關懷網絡。

由於有效的社區教育是雙向的，故社

工隊積極培育重建區居民，以不同方

式傳達出社區關懷的精神，向外界展

現重建區居民的真實面，消除彼此間

的誤解。此外，過往社工隊曾舉辦重

建區相展及裝置藝術展，於活動中讓

重建區居民擔任分享及教育者的角

色，展示重建區居民不屈不撓的生活

精神。社工隊亦擔任教育者的工作，

為居民提供義工訓練，培育他們成為

關懷社區的一份子，如於端午時節包

糭贈予區內有需要人士，這不僅為重

建區居民充權，同時亦體現助人自助

的社區精神，建立正面形象。

Ⅲ）介入 ‧ 社區

重建區居民除了面對其個人問題外，要重新融入新社區及適應新生活亦是居

民需面對的另一困難。然而，社會對重建及區內居民的一些負面看法，以及

重建區居民固有的生活模式，甚至整個社會、政治及文化的限制都為他們重

新投入新社區新生活帶來阻礙。誠如本篇章引言提及，社工隊把重建區居民

與周邊環境以至整個社會文化分為三個層面，並相信人是會與其周邊的環境

互相影響。

社會上普遍認為重建區必定是被淘汰的舊區，舊區亦讓人覺得是環境密集、

日久失修、衛生情況惡劣之地。舊區的租金較為低廉，故吸引基層、長者及

新來港人士入住，他們都是社會上較弱勢的一群，這令社會普遍視居於重建

區的人都是貧窮的。密集的居住環境住滿了不同背景的住客，亦令社會大眾

誤以為重建區是個品流複雜、治安惡劣的地方。這些負面看法久而久之便成

為了對重建區及區內居民的刻板印象（Schneider,	2004），並造成社會對重

建區居民的不了解。	

重建區居民方面，區內不少都是住了數十年的老街坊，彼此建立了一個穩固

且緊密的鄰里網絡。重建使他們可能要搬離居住了多年的社區，其鄰里網絡

亦可能因而被瓦解。對於這群老街坊而言，除了適應新社區為其帶來一定的

困難外，如何去處理及維繫過去與周邊環境的情感亦是另一難題。此外，重

建區內的居民往往是基層、長者及新來港人士，突如其來的搬遷所需費用無

疑會加重其經濟負擔，而且新社區欠缺其熟悉的支援，更是令其面對的壓力

倍增。

誠如本篇引言提及，社工隊強調人與環境的互動性（Bronfenbrenner,	

1979）。從宏觀層面而言，這些負面印象影響著重建區居民自身（微觀）及

其與周邊環境（中觀）的建構及互動：重建區居民因社會的負面看法，令其

難以融入新環境，同時亦令其自信心低落，從而減低與外界互動，最終形成

不健康的社區生活。同樣地，若居民自身的問題未得以解決，或沒有嘗試學

習適應即將面對的轉變，亦自然會影響其建立與新社區的聯繫。

故此，社工隊以社區工作為介入手法，期望最終可建立一個互相照顧的社區

第四章

重建‧介入點

社區工作實錄

社工隊相信重建區居民會透過不斷學

習來融入及改善新生活，故社工隊致

力為重建區居民充權，使其有能力及

信心面對重建期間帶來的改變。社工

隊會定期舉辦季度旅行及社區參觀活

動，讓一些較少踏足重建區以外地區

的基層及新來港家庭有機會了解周邊

的社區，擴闊了其生活視野。另外，

社工隊也積極聯繫已搬遷的重建區居

民，並舉辦不同的聚會，除了讓已搬

遷的居民以「過來人」身份分享處理

重建帶來的困難之經驗外，亦是讓居

民彼此間與社工隊建立良好關係的機

會，有助於彼此間往後的維繫，並讓

社區內的互助網絡得以形成。

社工隊除了一直以個人介入層面協助

重建區居民解決困難外，亦致力以舉

辦不同的社區活動，加強居民的社區

參與，並達致教育社區的工作。

社工隊於建隊初期主要以個案管理形

式協助居民，並積極與居民建立關

係。在溝通及接觸過程中，社工隊發

現重建區的居民大部份都樂於助人。

因此，社工隊便嘗試組織項目內以至

已搬離的居民成立義工小組，並於不

同節日與義工們共同製作應節食品贈

予項目內其他居民，以傳達社區關懷

之餘，亦鞏固了居民守望相助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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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而數次活動亦招募了更多居民加入成為義工，亦讓義工小組得以恆常化，

並漸漸發展為對整個社區提供多元的義工服務，如義工們便曾聯繫區內長者

宿舍作探訪；而小組亦有為義工提供不同訓練，如讓婦女義工學習如何鋪膠

地板，並為區內獨居長者提供廉價的鋪地服務。定期的義工小組會面為居民

們建立深厚的互助網絡及歸屬感，即使日後小組因大部分成員搬離項目而暫

停，但組員仍然願意每逢節日回來協助包糉及贈月餅。直至現今，義工小組

亦於服務的地區中繼續發展，並招募社區內的不同人士，提供多元化的義工

訓練及活動。

除了居民的義工小組外，社工隊亦接受及歡迎社會內其他人士成為義工，並

將關懷帶到重建區，亦能透過探訪而對重建有更多認識。社工隊便曾於暑期

舉辦暑期義工訓練，並招募了一批中學生義工作不同的探訪活動，讓他們體

驗及了解舊區基層的生活情況，並將關懷的精神擴展至整個社區。往後社工

隊亦有與不同團體及大專學生合作，並舉辦不同的探訪及義教活動，促進居

民與社會間的互動。

除了義工活動外，社工隊亦在各項目內舉辦了數次繪畫及攝影比賽，邀請重

建區居民拍下將被重建的社區，把日常生活點滴以相片紀錄，並以相片展覽

的形式與社會各界分享，讓社會人士對重建區有更多了解。其後，居民更將

作品轉化為立體相及裝置藝術，並於中環街市的綠洲藝廊展出。展覽活動不

但能讓不同人士透過相片了解重建區的生活片段，亦將居民們的集體回憶作

一紀錄，同時亦讓居民參與活動的籌備及推行，以提昇居民的自信。	█

總結

總括而言，社工隊以個案管理評估居民的需要及心理狀況，了解其家庭

環境、社區網絡等，善用其自身的能力及周邊環境的資源，為居民提供

實質協助和情緒支援。另一方面，工作員積極組織居民參與小組，讓居

民彼此建立關係，發展社區互助網絡，並鼓勵居民參與社區事務。同

時，工作員透過社區教育，推動宏觀層面的轉變，消除及釐清社會對重

建區及區內居民的印象，並增加對重建區居民認識及關注。社工隊希望

以「重建」為契機，從微觀、中觀及宏觀層面，與居民一同面對重建所

帶來的困難，改善其生活質素，重建社區支援網絡，並加強居民在市區

更新下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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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重建」
迷思

當市建局收購 8 成物業業權後，我的單

位是否就會被「強拍」收樓呢？

強拍條例「全名：《土地（為重新發展

而強制售賣）條例》」只適用於「私人

重建」。而市建局收購是跟據《市區重

建條例》進行，因此只會係進行「土收」

而不會進行「強拍」。

街坊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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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重建與舊區再發展

市區重建局作為半官方代表，對更新舊市區面貌、改善舊區居民生活有很重

大角色。2009年政府啟動「市區重建策略檢討」，至2011年公佈「以人為先、

地區為本、與民共議、推進市區更新」為題發表「市區重建策略」，其中引

入市區更新諮詢平台、建議「由下而上」的重建模式、設立「市區更新信託

基金」及改變市區重建社工隊的資助模式均為重大轉變，亦突顯了居民參與

於新市區重建策略下的重要性。誠然，市區重建於過去十多年引起了社會不

同迴響：如改變舊市區的生態面貌及居民的社區網絡，究竟當中市區重建對

受影響的居民有何想法？有何轉變？居民對社工隊有何的期望？新市區更新

下的社工隊角色如何？我們期望透過本文略說一、二，亦期望引起更多討論。

引言

房屋作為近年社會關注議題，公屋輪候冊數字、樓價及租金飆升、劏房住戶

數量屢攀高峰均成社會及傳媒焦點。特區政府於2013年重啟「長遠房屋策略」

諮詢以至制訂未來十年房屋供應藍圖，2015 年施政報告其一大重點為房屋政

策，均顯示政府與市民均高度關注房屋議題。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委員會在 1991 年通過有關「適足住屋權」（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並在 2009 再次闡述住屋權的內容，指出「每一個人都應該住得安全及有尊嚴

（dignity）並有一個適切居所（adequate	housing）	」。住屋權被視為現代

社會重要元素，如何改善基層人士生活質素，住屋成為不可或缺一環。政府

一直透過公共房屋改善基層市民居住環境，減輕住房支出以至紓緩經濟壓力；

另透過市區重建更新舊區，改變舊市區居民生活，兩者對提昇基層市民生活

質素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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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懷念舊區內街坊之間的人情味。故社區更新政策須盡量鞏固居民之間

的社區網絡，讓其人情味能夠繼續維繫。而社工隊除協助居民新生活的適應

外，亦須考慮如何延續居民之間的關顧文化及對舊區的情懷。

對弱勢社群支援：獨居長者在重建過程中面對的挑戰最大。他們對重建程序

缺乏資訊，對賠償安置政策欠缺理解，而求助模式被動，非正規支援網絡薄

弱，使他們成為重建中高危的一群。社工隊的支援對受重建影響之獨居長者

尤其重要。重建資訊的提供、賠償安置政策的解釋、協助辦理有關手續、安

排搬遷及新居裝修、社區適應、服務轉介、非正規支援網絡建立、義工及鄰

居關顧等等是社工隊協助獨居長者面對重建及適應新生活的重要任務。

商戶影響：重建為商戶帶來的負面影響最大。不少商戶因為重建而損失舊有

客源，亦因找不到適合舖位或經營成本提高而被迫結業。即使繼續經營之商

戶也面對經營壓力。故市區更新必須顧及商戶的生存空間，並協助他們在同

區開設有關業務，同時鞏固舊區商戶經營的生態環境，使舊區特有的文化得

以保存。

社工隊角色：社工隊在市區更新上須提供多元化，多功能的角色，這包括資

訊提供、作為居民與局方的橋樑、反映居民的情況及需要、舉辦活動促進居

民的認識及增進鄰里關係、搬遷協助、評估體恤安置的個案、轉介社會服務

等等。近期不少討論就社工隊之入區時間、服務範圍、工作範疇及獨立性作

出討論，社工隊應提早入區，以便與受影響居民建立關係；服務範圍以目標

區為分界；除重建外，社工隊亦可在復修、保育及社區活化方面協助居民，

鼓勵居民參與。

居民需要及追蹤研究：就居民需要及搬遷後之生活適應進行有系統之追蹤研

究，作為製訂日後重建政策的藍圖及指標，並定期檢討政策對居民及社區之

影響。

從上可見，市區重建對改善居民生活有一定正面影響，尤其租客可因應資格

獲編配公屋改善生活質素。當然亦要面對重建對社區網絡的影響，對商戶持

續於同區經營的限制，居民面對新生活、新環境轉變的適應以至於網絡的重

新建立，均需予以再思。因應上述因素，對社工隊的角色、要求、期望亦因

市區重建下：業主、租戶、商舖的影響

一般而言，市區重建最受影響的主要為項目裡的業主、租戶及商舖。為了解

重建對居民的影響，救世軍社會服務部青年、家庭及社區服務（簡稱救世軍）

與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簡稱理工大學）	於 2009

年進行了一項研究，就有關受市區重建影響之居民（簡稱居民）的生活適應

及變化作出調查。透過接觸受市區重建影響的居民，了解其在重建後之生活

上的轉變，以至探討居民是否能夠透過市區重建從而改善生活，並為社工隊

推行服務模式及工作手法作出檢討。

本調查於 2009 年 8 月至 11 月期間，以上門家訪及電話訪問形式進行。研究

以救世軍重建社工隊過去曾服務之重建項目（包括：大角咀、深水埗、西灣河、

筲箕灣及灣仔）中，已獲賠償或安置的居民。本調查共成功訪問 374 個案，

涵蓋住戶（業主及租客）及商舖，其中包括業主 86戶，租客 263 戶，及商舖

25戶，住戶（業主及租客）及商舖之訪問成功率分別為 72.7%及 51.0%，同

時佔目標重建區內所有受影響戶籍之 18.8%。

研究部分結果及分析如下（調查結果詳情請參考原文）：

居住環境改變：研究發現公屋安置對受重建影響之租戶帶來生活上的改善。

由於大部分租戶搬往新建成之公屋單位，無論在居住空間、居所設施、居住

環境、公共地方衛生、大廈保安、樓宇配套、社區設施等等均得到改善。這

直接影響住戶之家庭關係及家庭網絡，對他們搬遷後的生活適應帶來正面影

響。故獲公屋安置之租戶大多認為市區重建改善他們的生活，亦對現時的生

活感到滿意。

市區更新、原區安置：原區安置是業主及租戶在重建搬遷的居住取向，亦是

他們社區適應的要素。研究所得，大部分業主會選擇在同區購買單位作為搬

遷後的居所，即使其居住面積較以前細小或居所樓齡達 20 年以上。故市區更

新方向必須考慮居民選擇原區安置的意願，減低因搬往其他社區帶來的適應

壓力。

重建社區網絡：研究發現，即使大部分居民表示搬遷後生活得到改善，但仍

然懷念重建前的生活。這反映居住舊區之居民對舊區擁有一份濃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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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所轉變，社工隊除於重建過程協助居民、擔當市區重建局與居民的橋樑

外，亦應協助重建社區網絡，並積極扮演組織者角色、協助居民於市區重建

的過程中有更多參與。

以「民」為本的重建：社區更新下居民參與及社工隊任務

2011 年公布的《市區重建策略》，當中訂立市區更新的目標，亦引入了「市

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報告指出「『諮詢平台』將以全面及綜合的方式，

向政府建議以地區為本的市區更新工作，包括市區更新及重建的範圍、需要

保育的目標，以及進行更新的執行模式等」。由此，九龍城地區諮詢平台於

2011 年 6 月成立，並於 2012 年 5 月至 2013 年 6 月期間展開規劃研究、社

會影響評估及公眾參與項目。

因應未來地區規劃及發展，社工隊可組織地區居民參與及諮詢，尤其當中較

弱勢社群如新來港人士、長者、少數族裔等，讓居民能充份了解對自身的影

響，表達個人以至群體訴求，聯繫區內不同持份者加強溝通，甚至組織居民

團體，共同建設地區發展願景及藍圖，增進對地區的歸屬感。展望未來市區

重建及更新均衍生不少機遇及挑戰，如何協助居民過渡重建、建立網絡，以

至於促進居民參與市區重建均可視為社工隊不可或缺的任務，亦期望繼續引

發更多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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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重建」
迷思

「某某」私人地產商正收購我的單位進

行重建，重建社工隊會協助我嗎？

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 ( 社工隊 ) 主要是

服務市區重建局開展項目內的居民，因

此社工隊未必能提供完整的服務給受私

人重建影響的人士。然而，有需要時社

工隊也可以協助轉介有需要的區內服務

及提供有關資訊給予有關人士。

街坊
感言



5554

過
去十年，香港的舊樓重建項目處處，市建

局利潤源源，似乎重建是一門穩賺生意，

長做長賺。但實情是香港的市區重建已經基本停

止，未來的都市更新，只剩下三種可能。

事實上，香港的市區重建已經進入冬眠期，強拍

宗數由 2012 年的 61 宗急速回落至 2013 年的

16 宗，2014 年的 24 宗，截至今年 9 月，更只

得 8 宗，基本上只是在完成過去手上的舊貨，準

備「收爐」。

原因主要是（1）發展商看淡後市，美國進入加息

周期，樓價開始回落之際，現時以過萬元收購一

呎舊樓，幾年後隨時蝕大本。另外（2）市區內尚

有剩餘地積比率的舊樓地盤，過去十年已被人買

得七七八八，換言之有豐利可圖的重建項目已經

買少見少，其餘的舊樓大多已經用盡地積比率，

甚至用凸，完全沒有任何經濟誘因進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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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在預期樓價上升的時期，

重建會增加，在樓價預期下跌時，重

建會減少（除非有其他利潤來源）。

換言之，若果樓市有周期升跌，升市

時發展商會有興趣做重建生意，跌市

時無人會做重建生意。但這樣就變成

望天打卦，等運到，完全無法回應現

時舊樓嚴重失修，居住環境惡劣的迫

切情況，舊區急需重建的問題。

概括而言，若樓價預期下跌，未來的

市區重建之路只剩下三途，要不然就

是政府送出紅利，注資市建局進行蝕

本重建。要不然減少收樓賠償，把成

本轉嫁現有業主（或者發展商賺少些

都可以），要不然再來一次更改法

例，容許地積比率再次大幅增加，又

可以玩多次市區尋寶遊戲 50年。

以一幅現時已發展 7.5 倍地積比（約

為 8 層高唐樓）的舊樓地盤來作個

譬喻，若法定准許重建的地積比仍以

7.5倍為上限，即沒有剩餘地積比率，

若以收購賠償價每呎一萬元計，另加

建築成本每呎四千元，合共成本每

呎 14000 元，若果每呎賣出價低於

14000 元就會蝕本。

但這三條出路均是困難重重。第一選

項是把發展項目變成福利項目，長期

虧損，長期補貼，政府又會問：錢從

何來，社會爭議必然巨大。第二選項

把責任放在現有小業主身上，若非強

譬如戰前及戰後初期的唐樓設計，大多佔用整塊地皮，只留下窄巷天井，常

見為三至五層高，換言之，若以今天的地積比率方程計算，這些舊樓只用了

少於五倍的地積比，而市區規劃一般容許 7.5 倍地積比率，即尚餘超過 2.5 倍

地積比，以一塊一萬呎地盤，每呎樓面淨利六千元計，該剩餘地積比的市值

利潤高達 1.5 億元。

但隨著這些五層或以下的唐樓愈來愈少，重建樓高超過七層的舊樓意味著重

建後樓面面積可能比重建前要少，變成蝕本生意，自然無人問津。香港正步

向這場依靠搶奪剩餘地積比率的重建遊戲的終結，加上遇著美國利率正常化，

重建變得無利可圖。

第六章

社會的啟示	─	未來重建的三種可能

拍或強制收回，尚是無可厚非，但若

授權市建局用尚方寶劍強制收回，或

者引用強拍條例，欺負小業主，則屬

不義之舉。第三選項看似皆大歡喜，

現有業主可以高價出售舊樓，發展商

和市建局可以賺取豐厚利潤，政府賣

地賺個滿堂紅。然而，城市密度勢必

進一步倍增，宜居度急劇下降，交

通、排污、屏風樓、碳排放，空氣污

染、公共空間等問題將會更加嚴峻，

相信大家難以接受。況且，此法救得

一時，不救得一世，今日遇到的重建

停滯，正正是 50 年前放寬地積比率

的遊戲終結，明顯是不能持續，只是

把問題一再拖延，而且過程中把城市

的質素不斷降低，把美好的城市生活

不斷摧毀。

本來，當地積比率用盡，基本上業主

和發展商就沒有甚麼經濟誘因進行重

建，維修樓宇本來就是永續良方，這

亦是各國幾千年來解決舊樓問題的方

法。可惜，香港的城市化採用了鋼筋

混凝土的建築材料，其本質的壽命非

常短，大概只有 50至 70 年光景，而

且維修費會隨著混凝土老化而急速上

升，使樓宇不得不重建，變成生老病

死的宿命。

若果私人業主無法處理樓宇的身後

事，到底責任應該由誰擔負？現有制

度下，若不是政府（稅收），就是現

在業主（地價）承擔。但其實還有其

他出路，譬如社區共同擁有土地基

金，讓社區收入來承擔重建支出。隨

著樓宇老化加劇，是時候著手研究如

何在沒有剩餘地積比率下加快重建。

生老病死，勢所必然，只要生前做好

準備，在生時先把樓宇的部份收益交

由社區基金管理，臨終時把重建的責

任交由社區基金負責，這不失為第四

條重建集資的出路，當然現時才改變

又會出現全民退保的老問題，就是舊

樓一直沒有供款，但最先需要重建，

那麼社區基金是否應該代為出資，待

重建後取回，必然引起爭議。但當此

山窮水盡之時，大家必須把握最後機

會，在出現全港大規模舊樓失修之前，

找出解決重建良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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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重建」
迷思

社工隊是否由市建局聘請的呢？

不是，社工隊是由市區更新基金

資助向受市區重建影響的居民提

供服務。

街坊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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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

受市區重建局項目影響之居民

服務內容

輔導及諮詢
透過面談及家訪，協助受影響的個人

及家庭面對搬遷帶來的憂慮，並協助

他們解決生活上遇到的困難，服務內

容包括：

個人及家庭輔導
個案轉介

諮詢服務

電話熱線

社區教育
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接觸居民，介紹

市區重建政策及程序，讓居民對補償

及安置有更深入的了解，減輕居民的

疑慮，並介紹其他社區資源及社會服

務，讓居民能夠得到更適切的服務。

服務內容包括：

救世軍簡介

救世軍是一間國際基督教教會和慈善組織，致力於塑造生命、關懷社群和造

就信徒。救世軍現於全球 127 個國家和地區工作。自 1930 年，救世軍已開

始服務香港社會，至今超過 80 年。現時，我們於香港及澳門共開辦了 81 個

社會服務單位、33間學校、16個部隊（教會）和一個分隊，以及16間家品店。

此外，我們於北京和雲南設立項目辦事處，推動內地的扶貧發展項目。

救世軍是一個國際性組織，是基督教普世教會之一。

	

本軍的信仰是基於聖經，本軍的服務是源於神的愛，本軍的使命是傳揚耶穌

基督的福音，並奉祂的名在不分彼此的原則下去滿足有需要的人。

服務背景

本服務隊在 2002 年由市區重建局資助成立，並於 2012 年起改獨立於市區重

建局的由市區更新基金資助，繼續為受市區重建影響的居民解決因重建搬遷

而帶來的困難，並減輕他們面對生活轉變時所帶來的憂慮和擔心。

服務隊主要由註冊社會工作者組成，按社工專業及機構宗旨獨立運作，在服

務過程中體現「以人為本」的市區重建宗旨。

服務目標

協助受市區重建影響的個人及家庭面對生活困難及紓緩其壓力及重建其社區

支援網絡。

改善舊市區基層組群的生活質素

促進舊市區居民在市區更新下的參與

促進舊市區內跨階層、跨種族的社區共融

服
務
簡
介
、
進
程

展覽
社區刊物

居民座談會及講座

參觀

社區參與及支援
透過動員義工、區內社區資源協助有

特別需要的居民，協助解決期間遇到

的問題及處理搬遷安置上的困難，並

透過建立鄰里支援網絡，讓居民發揮

守望相助的精神，並在新社區重新建

立支援網絡，使居民在新社區得到更

適切的服務，服務包括：

‧小組聚會及互訪

‧搬遷協助

‧其他支援服務

‧傢俬轉贈計劃

其他服務
透過康樂及社區活動如旅行等等，加

強居民與服務隊之間的聯繫及信任，

並加強居民的參與及互助精神。

服務簡介、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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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市建局開展海壇街／桂林街及北河街項目，本隊獲資助增聘註冊社工，服務

深水埗區重建居民。

本隊正式投得深水埗重建項目，救世軍深水埗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正式成立。

本隊受委託服務市區最後的一條圍村	─	衙前圍村的居民。

開展服務地區、項目名稱及編號：
深水埗區﹕海壇街／桂林街及北河街項目（SSP	/	1	/	003，004	&	005）
九龍城區﹕衙前圍村項目（K1）

2007 年

本隊正式支援旺角區受重建影響的居民

成立重建義工隊，邀請曾居於重建項目內的居民，以同路人身份服務受重建

影響的弱勢社群，加強對居民的支援。

開展服務地區、項目名稱及編號：
旺角區：洗衣街項目（K28）

2008 年

本隊獲委託服務土瓜灣區重建項目的居民。

服務兩個位於旺角區受保育計劃影響的項目居民。

開展服務地區、項目名稱及編號：
土瓜灣區：北帝街／木廠街項目（MTK	/	1	/	001）
土瓜灣區：浙江街／下鄉道項目（TKW	/	1	/	001）
大角咀區：晏架街／福全街項目（TKT	/	2	/	002）
旺角區：上海街／亞皆老街保育項目（MK	/	01）
旺角區：太子道西／園藝街保育項目（MK	/	02）

2002 年

救世軍大角咀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正式成立，由三位註冊社工服務大角咀受

市區重建影響的居民

開展服務地區、項目名稱及編號：
大角咀區：櫻桃街項目（K3）

2003 年

舉辦「齊心建家園	─	美化社區設計比賽」，邀請超過100位中小學生參與舊

區環粉飾活動，藉此宣揚關注舊區居民居住環境的訊息，並表達對居民的關心。

出版《重建深情》作品集，分享社工隊於重建工作中的體會。

市建局公布開展旺角及大角咀區兩重建項目，並委託本隊協助受影響的居民。

開展服務地區、項目名稱及編號：
角區：新填地街項目（K27）
大角咀區：必發道／洋松街項目（K30）

2004 年

舉辦「居安『私』危」舊區樓宇復修專題創作比賽及出版作品集。活動邀請

全港中學參與，藉此宣揚舊區樓宇復修的重要性。

市建區委託本隊服務紅磡區受重建影響的居民。

開展服務地區、項目名稱及編號：
紅磡區：必嘉圍項目（K33）

2005 年

市建局開展大角咀區及深水埗區共四個項，並由本隊提供服務。

本隊亦正式開展於深水埗區的重建居民服務工作。

開展服務地區、項目名稱及編號：
大角咀區：洋松街／松樹街項目（K31）
大角咀區：杉樹街／晏架街項目（K32）
大角咀區：福全街／杉樹街項目（TKT	/	2	/	001）
深水埗區﹕荔枝角道／桂林街及醫局街項目（SSP	/	1	/	001 － 002）

服
務
進
程
工
作
重
點
回
顧

服務進程				工作重點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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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市建局委託本隊服務以下地區，油尖旺、深水埗區及黃大仙、九龍城的重建

項目

本隊為長沙灣區第二個工業樓宇重建項目（先導計劃）提供適切的幫助。

開展服務地區、項目名稱及編號：
長沙灣區：汝州西街永康工廠大廈（先導計劃）
深水埗區：東京街	/	福榮街項目（SSP-015）
深水埗區：九龍道	/	僑蔭街需求主導項目（DL-4）
深水埗區：通州街	/	桂林街需求主導項目（DL-5）
深水埗區：黃竹街需求主導項目（DL-7）
大角咀區：福澤街	/	利得街需求主導項目（DL-6）
土瓜灣區：啟明街需求主導重建項目（DL-8）

2014 年

舉辦「時間 ‧ 地點 ‧ 人物」舊區視覺藝術展，以平面相、立體相、裝置藝

術形式展示舊區的面貌

拓展舊區服務：
有「里」心熱食服務
有「里」心飯盒送贈服務
包藏「窩」心麵包轉贈計劃
煤氣溫馨家庭「餸」暖計劃

	

開展服務地區、項目名稱及編號：
土瓜灣區：土瓜灣道需求主導重建項目（DL-	9）
深水埗區：青山道	/	元州街項目（SSP-	016）

2015 年
拓展舊區服務：
送「里」愛心米
有「里」心熱食服務
有「里」心飯盒送贈服務
包藏「窩」心麵包轉贈計劃
煤氣溫馨家庭「餸」暖計劃
婦女義工網絡發展

2016 年

本隊為市區重建其中一個最大規模的重建項目提供適切服務

舉辦「龍情．承意」社區教育計劃

拓展舊區服務：
婦女義工網絡發展
送「里」愛心米
有「里」心熱食服務
有「里」心飯盒送贈服務
包藏「窩」心麵包轉贈計劃

開展服務地區、項目名稱及編號：
土瓜灣區：庇利街	/	榮光街發展項目	(KC-009)

2009 年

救世軍大角咀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與救世軍深水埗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合併，

更改名稱為救世軍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

與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合作，進行「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研究

2009」住戶問卷調查，調查共訪問超過 300 名居民，了解他們在重建後的生

活適應。

本隊支援受石水渠街／慶雲街／景星街保育項目影響的居民。

開展服務地區、項目名稱及編號：
土瓜灣區：新山道	/	炮仗街項目（MTK	/	1	/	002）
深水埗區：順寧道項目（SSP	/	3	/	001）
港島區：石水渠街	/	慶雲街	/	景星街項目（H05	-	026）

2010 年

本隊為馬頭圍道塌樓居民提供服務。

本隊於「2010聯合世界大會	－	社會工作及社會發展之願景與藍圖」發表研究

專題，題目為：以人為本，舊區居民於市區重建的適應（Putting	People	First?	

Adjustment	of	Residents	Affected	by	Urban	Re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開展服務地區、項目名稱及編號：
土瓜灣區：馬頭圍道	/	春田街項目（TKW	/	1	/	002）

2011 年

市建局委託本隊服務兩個分別位於深水埗及土瓜灣區的重建項目。

出版《共渡重建寫我回憶》文集，分享重建區街坊的故事。

開展服務地區、項目名稱及編號：
深水埗區：福榮街項目（SSP-014）
土瓜灣區：北帝街	/	新山道項目（KC-006）
土瓜灣區：九龍城道	/	上鄉道項目（KC-007）

2012 年

本隊為三個「需求主導」重建項目居民提供服務。

舉辦《認‧惜‧重建》親子攝影比賽

本隊參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區發展網絡「關注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工作小組」。

開展服務地區、項目名稱及編號：
油尖旺區：新填地街	/	山東街項目（YTM010）
深水埗區：海壇街 229A 需求主導項目（DL-1）
深水埗區：海壇街 205-211A 需求主導項目（DL-2）
大角咀區：杉樹街	/	橡樹街需求主導項目（DL-3）

服務進程				工作重點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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